
A10 身边 2015年6月4日 星期四 编辑：岩鹰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

女女子子割割腕腕自自杀杀，，朋朋友友圈圈救救了了她她
民警根据照片场景，深夜在麦地找到昏迷的她后送医

青青岛岛推推出出首首条条““定定制制校校车车””线线路路
以前学生选择线路，现在是线路“选择”学生

本报青岛6月3日讯 （记
者 官文涛） 3日，一辆“大鼻
子”校车从青岛火车站出发，驶
向青岛二十六中学。这是交运
温馨校车公司推出的全国首条

“定制校车”线路，与以往学生
根据既有线路选择乘车路线不
同，“定制校车”线路是通过学
生自主报名，根据学生分布情
况设计站点、线路，学生可就近
乘车。

早上6点20分，一辆“大鼻
子”校车由青岛火车站驶向青
岛二十六中学，这是交运温馨
校车公司推出的全国首辆专业

“定制校车”。记者跟随“定制校
车”一路体验，该校车途经西
镇、团岛、西康路、利群商场、大
学路，最后到达青岛二十六中。
该校车停靠站点均选择事先规
划停靠的公交车站点，每到一
个停靠点，学生在公交车站点
等候上车，照管员根据乘车表
核对乘车学生，学生到齐后，校
车便驶往下一站。“有了‘定制
校车’，现在孩子在家门口就能
坐车，也不用我们家长开车送
孩子了，比以前方便多了。”家
住西镇的一名家长说。 “定
制校车”与普通校车有什么区

别呢？记者了解到，“定制校车”
线路定向服务于青岛二十六中
的二十余名学生，起初是由该
校部分学生家长向校车公司发
出需求信息，交运温馨校车公
司根据学生居住地，供需双方
共同协商制定路线。“现有1600
部校车的运行，是将一个片区
的学生集中到一个乘车点，学
生根据既有线路选择乘车点，
哪条线路最近就选乘哪条线
路，线路是由学校、教育主管部
门和交运温馨校车公司三方研
究统筹开通。”交运温馨校车公
司总经理毛德丰告诉记者，而

“定制校车”是仅由校车公司与
有乘车需求的家长一起规划线
路、站点，根据学生分布情况设
计线路，学生在家门口就可以
乘坐校车。简单说就是以前学
生选择线路，现在是线路“选
择”学生。

据介绍，“定制校车”现在
还处于试运行阶段，后期将根
据学生报名情况陆续开通更多
线路。目前，“定制校车”根据线
路总里程确定整车运费，再由
乘车学生均摊，暂时按照20元/
人/天收取运费。乘坐的学生越
多，每个人负担的车费就越低。

先卖车再盗车

三嫌犯全落网

协商离婚起争执

丈夫抠掉妻子眼

本报菏泽6月3日讯（记者
邢孟 通讯员 王群） 菏泽一
对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后妻子
起诉离婚，法庭调解未果后，双方
再次相约商量离婚事宜时，因言
语不合起争执，丈夫竟用手抠掉
了妻子眼睛，最终，经法院判决，
男子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刑七年。

孙某和王某本是夫妻，后两
人因感情不和分居。分居期间，妻
子孙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2014年9月的一天上午，在法庭就
二人的离婚诉讼调解未果后，当
天下午，两人又相约商量离婚事
宜。在协商过程中，夫妻二人因言
语不合发生厮打，在厮打过程中，
丈夫王某竟用右手将妻子孙某的
左眼抠出，导致孙某左眼球被摘
除。后经鉴定，孙某系重伤二级，
七级伤残。

该案经东明县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被告人王某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致人重伤，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王某用手将被害人孙某的左眼
抠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酌情对
其从重处罚。本案系因婚姻家庭关
系引发，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
的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酌情可
以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
作出判决：被告人王某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本报济宁6月3日讯（记者 苏
洪印 通讯员 苏培银） 先在网
上出售二手轿车，然后根据车上的
GPS定位将车盗走。三人团伙故伎
重演被识破，5月27日，随着嫌疑人
徐某投案自首，目前三名涉嫌盗窃
的嫌疑人全部到案。

5月27日，迫于警方的威慑，在
逃近两年的徐某在家人的陪同下
到金乡县公安局投案自首。投案后
他反而松了一口气，“在逃的时候
没过一天安宁的日子，整天在惶恐
中度过，现在感觉反而轻松了。”

办案民警介绍，2013年10月12

日，犯罪嫌疑人徐某伙同袁某、徐
某某通过网上QQ聊天，以一万元
的价格将一辆二手帕萨特轿车卖
给金乡县城的曹某，双方在梁山
县城交易。

“两天后，三人从梁山窜至金
乡县城，通过事先踩点和GPS定位
系统确定卖给曹某的帕萨特轿车停
放在金乡县城金桂花园小区八号楼
前。2013年10月15日凌晨，三人再次
窜至金乡县城金桂花园小区内，用
事先准备好的车钥匙轻松将卖给曹
某的车盗走。”办案民警说。

曹某报案后，金乡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立案侦查。三天后，曹某
再次向警方报案称，看到网上有
人再次销售二手黑色帕萨特轿
车，和自己先前购买的是同一辆
车。刑警大队办案民警迅速赶到
梁山，同时由曹某以另一个人的
身份再次在网上联系购买帕萨特
轿车并很快成交。

约定交易地点后，金乡警方
立即与梁山警方取得联系，两地
民警在徐某某驾车来交易时，将
其抓获。随后，袁某因慑于法律威
严到金乡县公安局投案自首，但
徐某一直在逃。其后，金乡县公安
局多次对徐某实施追捕。

5月27日，迫于警方的威慑，
徐某在家人的陪同下到金乡县公
安局投案自首。

看看了了醉醉酒酒男男一一眼眼，，被被砍砍两两菜菜刀刀
一市民遭飞来横祸，行凶者被刑拘

本报临沂6月3日讯（记者
高祥 通讯员 郝建明 刘

书宋） 沂水县一男子在水果
摊买水果时，听到身后有人骂
骂咧咧，就抬头看了一眼，没想
到这一眼换来了两菜刀。近日，
持刀砍人的柴某被当地警方刑
事拘留。被砍男子已经出院。

5月27日21时许，沂水县居
民刘先生在县城百成汇服装市
场附近一水果摊购买水果时，
听到身后有人大声骂骂咧咧，
回头看了一眼，看到一个男子
一步三晃正在一边走一边骂

人，就没怎么在意，继续低下头
挑选水果。

没想到，刚才那个男子突然
手持菜刀冲向刘先生，对着刘先
生的头部就砍，刘先生转瞬间被
砍倒在地。正在附近巡逻的沂水
县特巡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看
到刘先生满脸血迹躺倒在路边，
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同时对
行凶者进行查缉。

此时，行凶男子早已不见
了踪影。民警调查发现，当时毫
无防备的刘先生先被砍中头
部，在推挡的过程中右手也被

砍伤。周边群众发现有人持刀
行凶，大声断喝，行凶男子随即
扔掉菜刀，在混乱中逃离现场。

附近群众指认，行凶男子
事发前在附近一个地摊上吃炸
串，喝了7瓶啤酒后，结账离开，
走的时候有点醉醺醺的样子。
民警走访取证，并通过附近天
网视频监控分析，最终锁定了
砍人男子为柴某。

经查，柴某今年42岁，家住
沂水。5月28日4时许，民警将柴
某抓获。柴某供认，当天他在事
发现场附近一地摊吃炸串，喝

了7瓶啤酒感觉自己喝多了，结
账时认为老板收钱有点多，就
一边骂着一边往回走。有个买
水果的人回头盯着他看，他觉
得这个人是在笑话他，心里很
不爽，就冲到另一个卖炸串的
摊点拿了把菜刀，朝这个人砍
去。

据医生介绍，或许是行凶
者酒后无力，刘先生经诊断只
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经
包扎后，刘先生已经出院。目
前，犯罪嫌疑人柴某因涉嫌寻
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微信朋友圈中发现朋友割腕

“幸亏她在微信朋友圈发
了张照片，才算捡回一条命。”
事后，芳芳感叹。芳芳说，5月
29日凌晨1点多，她和小雪还
有其他几位朋友在微山县城
饮酒后散去。离开时，醉意朦
胧的小雪乘出租车回到了塘
湖郗山村老家。“凌晨2点40分
左右，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她
发的信息，吓出一身冷汗，她
说在母亲坟前，不想活了，照
片中她正在一片麦地中割腕，
手臂上满是血迹。”

多次拨打小雪电话无法
接通，芳芳立即打电话报了
警。接警后，塘湖派出所副所
长满令斌带领4名民警赶往塘

湖郗山村搜寻小雪的下落。
“在村里，我们找到了她本家
的一个爷爷，在其爷爷的带领
下，我们来到她母亲坟前，但
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满令斌
说，周围是空旷的麦地，一片
漆黑，民警们犯了难。

搜寻无果的民警与芳芳
取得了联系。“我通过出租车
平台寻找载小雪回村的司机，
幸运的是，出租车司机听到平
台信息后与我取得了联系，司
机告诉我小雪在郗山村村头
一片麦地处下的车。”芳芳说，
很快她与拉载小雪的出租车
司机见了面，出租车司机开车
把她送到了小雪下车的地点。

深夜麦地里救回轻生女子

当日凌晨4点40分左右，
芳芳和搜寻小雪的民警会合，
将小雪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拿
给民警看。“照片场景显示她
的位置是在一片麦地中，我们
判断，小雪应该就在周围不远
的地方。”满令斌介绍，于是民
警们扩大了搜寻范围，大家持
手电筒在漆黑的麦地中分片
搜寻。

20分钟后，搜寻民警在
距离小雪母亲坟一百多米处
的一片麦地中发现了她。“周
围的麦子被她压倒了一小
片，她面朝下趴着一动不动，
已经陷入昏迷，左手手腕上

有一条细长的伤口，地上有
一摊血迹和一个刀片。我们
靠近时听到了她微弱的喘息
声，气息很弱。”见状，民警立
即拨打120，并将小雪抬出了
麦地。

几分钟后，民警将小雪抬
上了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
救治。

事后，民警得知，小雪因
感情问题，做出轻生行为。“要
不是她朋友及时看到她在朋
友圈发的信息，她就没命了”
民警感叹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小雪已
脱离生命危险。

5月29日凌晨，微山26岁的女子小雪（化名）与朋友饮
酒后做出轻生举动，回老家在母亲坟前割腕自杀，并拍照
发了朋友圈。朋友芳芳（化名）在朋友圈看到信息后，立即
打电话报了警，并和民警一起寻找小雪。根据照片中的场
景，两个多小时后，民警在一片麦地中找到了陷入昏迷的
小雪。由于施救及时，被送往医院治疗的小雪脱离了生命
危险。

本报记者 苏洪印 通讯员 齐林

小雪被找到时，趴在一片麦地中，已陷入昏迷。（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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